
「助產雜誌」投稿簡則 

一、凡與助產有關之醫護專業論述、研究原著、行政專案及個案報告等，未曾登

載且不預備投寄於其他刊物者，皆所歡迎。 
二、個案報告請用近二年內直接護理經驗之著作（請註明收案護理起訖時間的年

月日）；行政專案需為近三年內之著作，撰文重點應包含前言（動機、重要

性及主旨）、現況分析、問題及具體解決辦法、結果評值。 
三、研究論文若涉及檢體採集與使用等情事，應遵守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之

「研究用人體檢體採集與使用注意事項」。 
四、本刊僅接受中文稿及特邀之譯稿。 
五、凡登載於本刊之著作，其版權屬於本會，除商得本會同意外，不得轉載；惟

著者仍保有集結出版、教學及個人網站等無償使用之權利。 
六、惠稿請採 A4 紙張並以電腦打字（字型大小 14），一頁 600 字格式（30 字×20

行），行間距離採隔行繕打，上下邊界 2 公分，左右邊界 3.17 公分，並請自

摘要頁編頁碼。 
七、來稿中，專業論述稿一式一份，每篇約 10 頁（本會特約文稿不在此限）；個

案報告一式一份，每篇以 17 頁為限；研究論文、個案研究報告及護理行政

專案一式二份，每篇約 20 頁；以上稿件之篇幅皆包含圖、表、照片及參考

文獻，並以 E-mail 方式寄電子檔至本會 midwife.tw@gmail.com。 
八、來稿之文章，除正文外，應包含：（1）標題頁：中文及英文題目、中文簡題、

作者中文及英文資料：包含姓名、最高畢業學歷、目前服務機關職稱、負責

通訊作者（該文章之主要指導者或研究設計者）姓名、通訊地址、電話（機

構／住家／手機）、傳真或電子信箱；（2）摘要頁：中文摘要 300～400 字，

並附上中文 3～5 個關鍵詞。 
九、研究原著、個案研究及行政專案之稿件，除了含上述之標題頁及摘要頁外，

應依序包含下列四項： 
(一) 正文—包含前言（含目的與文獻查證）、方法、結果、討論。（1）內文

若有英文，除專有名詞外，開頭一律小寫；（2）若有英文之專有名詞

或縮寫時，第一次提及時於括弧內加註英文全名及中文譯名；（3）文

內之標號區分，請依一、（一）、1、（1）…方式書寫。 
(二) 圖及表—原稿請將圖、表繪製清楚，並置於文章之正確位置，以作為

排版之依據。表格資料完備，不必在正文重覆提及，且所有數字均須

核對無誤。 
(三) 誌謝頁（另起一頁）—致謝對象應以確實有貢獻之個人和機構為限，

非屬必要盡量從免。 
(四) 參考文獻—文內引用文獻時，請儘量引用近五年之文獻 

1.若作者大於等於三位或以上時，於內文第一次出現，除第一位作者之

姓氏外，其他作者皆以“等”（英文則以 et al.）代之。 



2.機構第一次出現時，須以全文出現(簡稱)，之後再出現則用簡稱；例

如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(WHO, 2022)或(World Health 
Organization [WHO], 2022)。 

3.參考文獻部份，如果作者小於等於 20 位，全部列出作者，第 19 位
和第 20 位之間，中文用「、」而英文 用「&」呈現；如大於等於

21 位，則列出前 19 位作者與最後一位作者，中間加入「…」呈現。 
 

十、如引用或翻譯他人圖、表時，務必附版權所有者同意函。 
十一、國外稿件郵資由作者自行負擔，並請於投稿時註明國內聯絡人、通訊地址

及電話。 
十二、來稿之文章，需附投稿聲明書一份（詳細格式請自行下載）。 
十三、稿件初審通過後，作者需檢視並提供最後通過之稿件版本檔案，以便進行

排版印刷。 
十四、需本會出具「刊登證明」者，請於複審通過後可向本會申請。 
十五、校稿部份，一校由作者負責，校稿請於 3 日內寄回本會，並不得更改原文。 
十六、惠稿一經刊登，即贈送該期雜誌一本（如需抽印本，請自行付費，每本

20 元）。免費刊登頁數：以研究稿及護理專案 8 頁，個案報告 6 頁，普

通稿 5 頁為原則；超出部份每頁酌收超頁費 400 元。 
十七、惠稿請寄「11219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親仁樓 5 樓 B518 室‧台灣

助產學會編輯委員會收」，信封外請註明「助產雜誌稿件」，惠稿未經採用

概不退還。 
十八、內文、圖、表、文獻引用書寫，請按 APA（American Psychological 

Association）第七版格式及本刊刊登格式，每篇文章之參考文獻以 15 篇

左右為宜，研究稿以 30 篇左右為宜，且以文內引用者為限。「參考文獻」

之書寫請參閱下列提供之範例。 
 
APA 第七版參考文獻及文獻引用範例： 
 

參考文獻（reference lists）及文章中之文獻引用（reference citations），中文

文獻應置於外文文獻之前。中文文獻應依作者姓氏筆劃順序排列，外文文獻則依

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。 
 
(一) 列舉之文獻是出自期刊時，應包含之內容及順序為「作者姓名（姓在先）（西

元出版年份）‧標題‧期刊名稱，卷（期）數，起訖頁數」。期刊名、卷數需

以斜體字體呈現，若該期刊無卷數時，則僅列期數且不需斜體。文獻若有「數

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」，列於文獻末。 
高千惠、高美玲 (2013)．護理助產臨床教育．護理雜誌，60(3)，

24-30。 https://doi.org/10.6224/JN.60.3.24 



Yan, C. F., Hung, Y. C., Gau, M. L., & Lin, K. C. (2014). Effects of a stability ball 
exercise programme on low back pain and daily life interference during 
pregnancy. Midwifery, 30(4), 412-419. 
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midw.2013.04.011 

(二) 若文獻為一本書時，則以「作者姓名（西元出版年份）．書名(版次) ．出

版商。DOI 或 URL (數位識別碼)」的順序列舉。書名以斜體字呈現，若有版

次需列於書名之後，該本書的出版地不用寫。 
顧乃平、李選、陳彩鳳、左如梅、秦慧珍、黃和美、蔣欣欣、田聖芳、陳美燕、

趙淑員、武靜蕙、趙炳華 (1996)．護理專業導論‧．匯華。 
Streubert, H. J., & Carpenter, D. R. (2007).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ursing: 

Advancing the humanistic imperative (4th ed.). Lippincott. 
 
(三) 若文獻為一本書中的一章時，列舉方式為「該篇作者姓名（西元出版年份）‧

標題‧編者姓名，書名（版次，文獻起訖頁數）．出版商。DOI 或 URL (數位

識別碼)」，該本書的出版地不用寫。 
黃璉華(1995)．社區老人照護．於尹祚芊編著，公共衛生護理學 (457－477 頁)．

匯華。 
Nahm, E. S., Mills, M. E., & Resnick, B. (2004). Survey research. In J. J. Fitzpatrick 

& K. S. Montgomery (Eds.). Internet for nursing research: A guide to strategies, 
skills, and resources (pp. 69-80). Springer. 

 
(四) 翻譯書時，則以則以「原著作者（翻譯西元出版年份）．翻譯書名(譯者:版

次) ．出版商。(原著出版西元年)」 
Simkin, P., Hanson, L., & Ancheta, R. (2019)・正面迎擊！難產的早期預防及處置

(田昕旻譯；4 版，於高美玲總校閱)・華杏。(原著出版於 2017) 
翻譯書內文引用時，呈現如: Simkin, Hanson, & Ancheta (2017/ 2019) 或 (Simkin, 
Hanson, & Ancheta, 2017/ 2019) 
 
(五) 引用未發表的博碩士論文時，列舉方式為「作者姓名（西元年份）・論文名

稱（未發表的博碩士論文）・學校系所。」 
鍾淑珍（2003）・系統性護理指導對母親哺乳知識、態度及哺乳率影響之探討（未

發表的碩士論文）・國立台灣大學護理研究所。 
Repokari, L. （2008）.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after assisted reproductive treatment: 

Followup study of singleton pregnancies （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）. 
University of Helsinki. 

 
(六) 引用網路資料時，列舉方式為「作者姓名（西元年，月日）・題目名稱・網

址」 

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midw.2013.04.011


 
行政院衛生署(1999，9 月 29 日)・心理衛生問題的災後處置策略：急性階段。

http://www.doh.gov.tw/focus/921/88092906/html 
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[CDC]. (2011, April 29). Annual ART 

success rates reports.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（ART）. Retrieved from 
http://apps.nccd.cdc.gov/art/Apps/NationalSummaryReport.asp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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